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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辨率多道地震勘探技术在南海
天然气水合物调查中的应用

王　威,徐华源,孙　波,李　阳
(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青岛２６６０７１)

摘　要:天然气水合物资源作为人类未来可以利用的一种清洁能源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

注.根据天然气水合物矿藏的分布特点,提出用高分辨率多道地震勘探的技术方法对天

然气水合物资源进行探查的可行性,并以南海某陆坡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察为例,详细论

述了应用该方法的具体步骤和参数选择的重要性.通过分析获得的地震剖面评判该方法

在天然气水合物勘探领域的应用前景和实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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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天然气水合物又称“可燃冰”,是一种由甲烷

分子和水分子在低温、高压的环境下形成的具有

笼状结构的类似自然冰的结晶矿物[１].研究表

明,天然气水合物具有能量高、储量规模大、对环

境污染小等特点.权威机构估计,全球范围内天

然气水合物的能量供给量约达到目前全球所有传

统化石能源的总供给量的２倍以上.
高分辨率多道地震勘探技术是一种重要的地

球物理勘探手段,通过给地层做 CT 的方式取得

地下０~８km 的地层排列、矿产资源富集判定、
油气资源、水合物资源分布等信息,地震数据采集

的分辨率主要体现在信号主频和频宽２个方面,
高分辨率多道地震勘探技术就是期望获得不同于

传统勘探技术的高尖峰主频和宽幅频宽.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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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辨率多道地震勘探技术在天然气水合物资源

调查中应用较少,其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对水

合物资源的研究在最近几年才被世界各国提到战

略层次,另一方面是对水合物资源开采、储运、能
量分解转换这一系列产业链结构布局不够完善,
目前仅存在于试采阶段,因此国际上对水合物资

源的勘探热情还不甚高涨.另外,天然气水合物

矿藏的成藏特点是底部似海底反射,存在振幅空

白带、极性反转、低速异常等特征.高分辨率多道

地震勘探技术的特点是利用长排列水下采集电缆

作为接收地震回波的媒介,海底地层穿透力较强,
反射界面较清晰,速度谱稳定.因此,选择高分辨

率多道地震勘探技术进行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查

是有利的.
针对埋藏较浅的水合物资源需要更宽的频

谱,这就要求采集电缆的沉放深度尽可能的浅,也
就是尽可能的接近海面.众所周知,海水是一个

流动的载体,越接近海面,由于其自身流动性所附

带的环境噪声对多道地震数据采集的影响就越

大,信噪比越差.因此,寻找一个即能取得更宽采

集频谱,又能满足较高信噪比的高分辨率多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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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采集参数在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调查中是至

关重要的.

１　高分辨率多道地震勘探方法简述

１．１　高分辨率多道地震勘探系统工作原理

高分辨率多道地震勘探系统主要由数据采

集记录系统,模拟地震波震源和地震回波接收

电缆组成(图１).数据采集记录系统负责将采

集到的地震反射波数据进行合并、模数转换、存
储、输出;模拟地震波震源一般采用组合气枪震

源,即由多个不同容量的气枪组成一个气枪震

源阵列,各气枪在同一个激发指令下同时激发,
瞬间模拟形成一个子波气泡,模拟气泡破裂产

生一个人为生成的地震波,目前,大部分气枪激

发控制系统都能保证多个气枪在１ms的误差范

围内同时激发,因此,可以认定产生的模拟地震

波具有一个确定的发射频谱范围和总能量;地
震回波接收电缆一般由多个以道为分隔的部分

组成,每道都是独立的数据接收单元,一般包括

４~８个模拟地震波检波器,用于接收地层地震

反射回波.所有的道连接在一起就构成了整条

的地震回波接收电缆,当前,单条电缆最多可以

达到１２００道.
根据震源能量的大小和接收电缆道数的多少

不同,可以获得海底不同深度,不同频域的地层反

射波信号,一般采用高分辨率多道地震勘探的海

底地层穿透深度可以达到０~１０km,频率主要分

布在１０~８００Hz范围内.

图１　船载高分辨率多道地震采集系统示意图

Fig．１　SchematicdiagramofshipboardhighＧresolutionmultichannelseismicacquisitionsystem

１．２　高分辨率多道地震勘探技术的应用难点

１．２．１　电缆羽角

受环境因素影响,如季节性洋流、低压气旋、
潮汐流等,在进行海上拖缆作业时,采集电缆会受

到一定的影响,与测线方向产生一个夹角,在多道

地震作业上被称为电缆羽角,电缆羽角是客观存

在的,一般情况下,电缆羽角越大,采集到的地震

数据偏移度就越高,对目标层数据的质量评估越

差,在后处理时,需要通过校正才能使地震数据更

接近于事实.

１．２．２　鬼波效应

在进行海上地震勘探时,一般需要将震源和

接收器均置于海水面以下一定的深度上.由于海

水与空气的接触面是一个良好的反射面,因此,接
收器除了接收到通常的反射波外,还将接收到与

海平面的反射作用相关联的伴随波,这种伴随波

称为鬼波,亦称之为虚反射波[２].鬼波有３个最

显著的特点:①因为海水面的反射系数近似等于

－１,鬼波和一次反射波极性正好相反;②鬼波比

一次反射波晚一段时间,与震源深度或电缆和海

水的速度有关,值往往是比较小的,因而会造成鬼

波迭加在一次反射波的后部;③鬼波在频谱图上

表现为陷波现象.
目前,针对鬼波的压制方法主要分为设备参

数法和后处理法.设备参数法通过减少采集电缆

的沉放深度,使鬼波相对于一次波的延迟时间达

到或者超过１个周期,抵消鬼波的影响较好;后处

理法即通过设定一些辅助算法,整合或筛选鬼波

信号,从而达到从一次波中分离过滤鬼波的目的.
当前提出的后处理法主要有匹配算子处理法[３],
线性最小平方radon变换方程法[４],FＧK 域交叉

鬼波双检合成法[５]等.

１．２．３　多次波叠加

多次波效应是海洋多道地震勘探常见的难点

之一,多次波为地震波在同一地层反复多次反射

的现象,即地震波到达海底地层后产生的反射回

波到达海面再次反射回同一地层,如此重复直至

能量衰减消退,特别是在海底地形结构较坚实的

海域,多次波效应及其明显.在同一个记录周期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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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我们往往只关注一次波的反射回波,而上层反

射层的多次波往往伴随在更深地层的一次波之

上,二者相互结合,难以区分,往往会对地震采集

资料的中深层部分造成较大的影响,数据失真度

加大.
消除多次波主要通过后处理来实现,当前比

较成熟的后处理削弱多次波的方法包括上下行波

场反褶积法[６]、预测算子法[７]、匹配相减衰减法[８]

等.

２　高分辨率多道地震勘探技术在天
然气水合物调查中的应用

２．１　系统组成

高分辨率多道地震勘探系统是一个相对复杂

的自主地震波发—收系统,该系统以船舶为载体,
主要分为水下设备和室内设备两部分.水下设备

包括长排列由多个模拟信号水听器组成的地震回

波接收电缆,用于发射模拟地震波的大能量气枪

震源;室内设备主要由导航定位系统,气枪震源激

发控制系统,地震数据接收存储系统,电缆姿态控

制系统,空气压缩机系统组成.

２．２　应用实例与分析

２．２．１　采集参数的确定

本次利用高分辨率多道地震勘探手段在南海

某海域陆坡开展天然气水合物资源调查,由于高

分辨率多道地震勘探具备采集数据剖面清晰,通
过调节震源排列和容量可以比较容易获得不同目

标层的地震回波数据;通过改变采集电缆的沉放

深度,可以调节采集数据的频带宽度,从中选取较

为感兴趣的频率范围;通过变更采集电缆的总道

数和不同的炮间距,获得更多的采集数据覆盖次

数.
参数的选取通过现场试验的方式获得,是整

个项目获取数据最至关重要的步骤.
道数、道间距和震源放炮间隔用于确定高分

辨率多道地震勘探同一检波点的覆盖次数,具体

计算公式如下:

n＝
dp
２m

式中:n 为覆盖次数;

d 为总道数;

p 为道间距,m;

m 为放炮间隔,m.
即覆盖次数等于采集电缆总长度的一半除以

放炮间隔,本次勘探项目覆盖次数为８０次.
采集电缆和气枪震源的沉放深度是高分辨率

多道地震勘探技术中的重要参数,因目的层及对

象的不同会发生改变,一般二者的浅沉放能够得

到较宽的频带,数据信噪比更高,对鬼波去除效果

更优,较适合海底天然气水合物勘探,浅层构造研

究,浅层矿产资源勘查等;而深沉放往往获得的数

据资料频宽较窄,目标层往往更深,一般超过海底

以下２０００~３０００m,更适合海底地层构造研究

及海底油气资源勘探.
震源总能量一般反映地震波的穿透能力,较

大的震源能量低频成分为主,穿透力较强,较低的

震源总能量不仅有低频成分,还兼顾中高频分量,
频谱更宽,但是穿透力不足.

偏移距为震源中心到采集电缆第１道之间

的距离,较长的偏移距对提高采集数据的信噪

比有一定的作用,更长的偏移距也可以变相减

少船舶本身产生的噪声对接收的地震回波数据

的干扰.
采样率代表采集记录系统对获得的地震数据

进行提取的个数要求,一般采样率的确定需要满

足采样频率大于所被提取的目标数据的频率的２
倍即可,这样就不会出现数据失真的情况.

本次参数的确定规则是在作业工区附近已经

取得过较清晰的天然气水合物矿藏成像资料的位

置选取了一条长１６km 的试验测线,在该条试验

测线上应用６种不同的参数组合进行重复测试,
改变采集电缆沉放深度、气枪震源阵列沉放深度、
气枪总容量及单枪分布、采样率的不同组合,然后

经过现场进行后处理初叠及速度分析,对比６次

试验的测量结果后,选取成像最为清晰,信噪比最

高的参数作为本次水合物资源调查项目的实际采

集参数(图２).
试验中考虑到实际海况影响,当采集电缆沉

放深度浅于４m 时,数据的噪声值呈指数形式增

加,信噪比变的非常差,而且采集电缆沉放太浅对

海况的要求较苛刻,一般浪高不能超过１５m,否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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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参数试验成像剖面

Fig．２　Imagingprofilebyparametrictest

则采集电缆的等深度控制将会变的十分困难,最
终确定了采集电缆的沉放深度为４m;气枪震源

总容量和气枪震源沉放深度决定采集信号的主

频、回波信号强度和频宽,经过试验认为震源总容

量５３０in３∗ ,震源沉放深度５m 这一组合主频达

到１２０Hz,频宽超过３００Hz,最符合水合物资源

勘查所需的频谱特性;采样率确定值为１ms,满
足覆盖频宽达到接收的回波信号的２倍以上;偏
移距经过相对 GPS观测和后处理计算得出平均

值为１５０m;最后确定的南海某海域陆坡天然气

水合物资源调查的具体参数为:２４０道采集电缆,

１２５m 道间距,气枪震源放炮间隔１８７５m,采
集电缆沉放深度４m,震源沉放深度５m,震源总

容量５３０,偏移距１５０m,采样率１ms.

２．２．２　应用实例分析

根据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的矿藏分布特点,本
次高分辨率多道地震勘探的目标层为我国南海

某海域大陆坡及其两侧(图３),水深范围变化较

大,地震波最大穿透深度一般超过海底以下１
５００m,反射回波成像清晰,由于天然气水合物

的“冰”状特性,使得其地震波反射成像呈类似

自然冰的物理特性,地震波的声速、振幅,能量,
频谱在目标层中发生特定的转换,充填使水合

物晶体的沉积层密度增大,形成声波传输的高

速层,而其下伏地层常因水合物的游离气体影

响密度变小,成为低速层,两者间形成波阻抗界

∗１in＝２．５４cm;１in３＝１６．３８７cm３

面.由于天然气水合物的存在与压力、温度密

切相关,所以在地震剖面上反映为一组海底相

似的负阻抗强反射界面,称为似海底反射,简称

为“BSR”,BSR 反射波常切穿倾斜的地层反射

波,与海底波近平行状,但极性相反[９].在天然气

水合物识别的地震反射特征除“BSR”反射以外还

有振幅空白带、极性反转、低速异常等特征.对于

渗漏型天然气水合物的识别,高分辨率多道地震

反射数据可以分别对水体和地层成像,水体的成

像结果可以显示海底气泡流的异常,地震反射剖

面显示在海底处出现海底下陷、气体溢出口等与

甲烷渗漏相关的地形地貌特征,因此,高分辨率多

道地震产生的反射数据具有探测渗漏型天然气水

合物的能力[１０].
高分辨率多道地震勘探有其在天然气水合物

勘查领域的较大优势.首先,高分辨率多道地震

勘探可以提供较浅的震源和采集电缆排列,使得

获得的成像资料信噪比更高,频带更宽,本次勘查

设计的震源和采集电缆沉放深度能够有效的覆盖

天然气水合物的主要频宽,一般在５０~１００Hz范

围内,本次设计的震源子波模拟特性在４m 的沉

放深度可以实现１０~２００Hz的频带宽度,主频在

８０~１００Hz,通过提高频谱的高频成分的比重,
有利于实现天然气水合物矿藏的高分辨率成像

(图４).不过,采用较浅的气枪震源和采集电缆

沉放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最主要的就是环境噪声

对数据质量的影响,在一般情况下,超过１５m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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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高的涌浪就会对采集数据的质量有一定的影

响,如果浪高超过２５m,采集电缆的等深度控制

将变的很困难,电缆可能会根据涌浪直接上浮到

海面上,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采集数据的信噪比将

变的非常差,接收的地震回波数据与涌浪噪音混

合在一起,后处理时想要尽量滤除需要加大滤波

阈值,这样地震数据会损失很大一部分低频分量,
虽然,在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探中人们更关注于

地震波资料的高频分量,但是过多的低频损失也

是不愿意被接受的,因此,在应用高分辨率多道地

震进行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查时,对环境的要求

是相对于其他调查项目更加的苛刻.如进行深层

油气资源勘查时,往往采集电缆和气枪震源的沉

放深度都很深,所以一般的涌浪噪声对采集数据

的质量影响十分有限.可以说,应用高分辨率多

道地震勘探天然气水合物矿藏的方法相对于其他

资源勘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实际使用时应着

重注意把握采集参数的设置.

图３　高分辨率多道地震采集初叠剖面a
Fig．３　Theinitialstacksectionfromhighresolutionmultichannelseismicacquisition

图４　高分辨率多道地震采集初叠剖面b
Fig．４　Theinitialstacksectionbfromhighresolutionmultichannelseismicacqui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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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结论

通过对高分辨率多道地震勘探技术的介绍以

及对利用此技术在南海某海域进行天然气水合物

资源调查获得的地震数据进行初叠成像分析,得
到下列认识:

(１)通过对高分辨率多道地震勘探技术特点

的分析,证实将该技术应用在海域天然气水合物

资源调查中是可行的;
(２)针对天然气水合物资源的埋藏特点,通过

多次参数试验对比评价的方式,确定了最适合天

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查的高分辨率多道地震勘探采

集参数;
(３)在合适的采集参数下,获得的地震数据具

有清晰的层次分布、明确的 BSR分界面、可靠的

信噪比,数据资料质量良好;
(４)采用高分辨率多道地震勘探方法对浅埋

深的天然气水合物矿藏探查具有实际应用意义,
佐证了该方法在海底０~８km 范围能够实现全

方位调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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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OFHIGHRESOLUTIONMULTICHANNELSEISMIC
SURVEYTECHNIQUETOTHEINVESTIGATIONOF

NATURALGASHYDRATERESOURCES
INTHESOUTHCHINASEA

WANG Wei,XU Huayuan,SUNBo,LIYang
(QingdaoInstituteofMarineGeology,ChinaGeologicalSurvey,Qingdao２６６０７１,China)

Abstract:Naturalgashydrate,asacleanenergysourceinthefuture,hasraisedgreatattentionfrom
thehumansociety．Accordingtothedistributionpatternofnaturalgashydratedepositsintheocean,

weobservedthatthemethodofhighresolutionmultichannelseismictechnologyisfeasibletoefficientＧ
lyexplorethegashydrate．ThegashydrateoccurredonaslopeintheSouthChinaSeaistakenasan
example．Thenthestatusofapplicationofthismethodisdiscussdindetails．Specialattentionisgiven
totheselectionofparameters．Basedupontheseismicprofilesacquired,wediscussedandevaluated
theapplicationprospectofthemethod．
Keywords:naturalgashydrate;highresolution;multipleearthquakes;parameter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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